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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脂中药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孙欣峰  吴立明  郝芬兰 

(河南省南阳中医药学校  南阳 473061) 

    高脂血症是中老年常见疾病,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心

脑血管病变的主要因素。本文综合分析了近年来降脂单味中药

有效成分及复方制剂的研究现状,并对开发前景作一展望。 

1  单味中药及有效成分研究 

1.1  资料综述 

    绞股蓝总皂甙灌服高胆固醇血症小鼠,可抑制其血清总

胆固醇(TC)及三酰甘油 (TG)的升高,并使高脂鹌鹑血清中

CHO、TRIG及LDL(低蜜度脂蛋白)降低
[1]
。用含有 2%胆固醇和

1%胆汁酸的精制饲料喂养雄性Wistar大鼠 9d后,经口给予人

参皂甙和柴胡皂甙,结果表明,人参皂甙和柴胡皂甙对大鼠血

清TC、TG、TDL-C、LDL、VLDL(极低密度脂蛋白)、HDL(高密

度脂蛋白)、APO(载脂蛋白)-B、APO-AⅠ、APO-AⅡ及血清血

栓烷A2和前列环素代谢物都有明显改善
[2]
。人参茎叶皂甙以

60mg/(kg·d)剂量灌胃,可明显抑制醋酸泼尼松引起的兔血清

总脂、TC和TG的升高,抑制率分别达到 66.2%、58.1%和

92.8%
[3]
。怀牛膝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的三萜皂甙类、甾醇类、

游离糖和多糖类,单组分对家兔均无高胆固醇血症的效果,但

糖与皂甙组分合用可降低血液中TC含量；三萜皂甙与P物质的

混合物制剂牛膝亭能降低 65%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血中TC,

对 82%的高β/α脂蛋白血症患者有降低β/α的作用
[4]
。山

楂的不同提取部分对不同动物造成的各种高脂模型均有较为

肯定的降血脂作用。山楂核的乙醇提取物和总三萜酸提取物

可明显降低高脂血症小鼠血清TC和TG。山楂核醇提物对喂高

脂饲料鹌鹑的血清TC下降 33.7%～62.8%,LDL-C和VLDL-C下

降 34.4%～65.6%,并能减少胆固醇及胆固醇酯在动脉壁中沉

积。山楂若与其它中药(如决明子、泽泻、山药等)合用,则降

低家兔血清TC、APO-B更为明显
[5]
。对 4 种山楂属植物山里红、

山楂、野山楂和云南山楂的降血脂作用比较结果证明,4 种山

楂对蛋黄乳剂快速形成的小鼠高胆固醇血症的降低胆固醇作

用依次为野山楂>山楂>山里红>支南山楂
[6]
。对 3-硝基甲苯

诱发的大鼠高血脂症,服胡黄连制剂(主含胡黄连苦甙Ⅰ和胡

黄连甙)后,显著降低TC、PL、TG、脂蛋白。正常大鼠服胡黄

连制剂 30d,血清中的TC、VLDL、LDL及肝中的TC浓度下降,但

HDL-TC轻微升高。对胆固醇引起的高脂血症,服胡黄连制剂可

使胆固醇引起脂质参数LDL-TC、DL、TC、aPO-LDL、VLDL-TG

显著下降
[7]
。丹参在使实验性家兔主动脉粥样斑块形成面积

明显减少的同时,可使血清TC、TG和LDL-C降低
[8]
。口服姜黄

素 40mg/(kg·d)共 10 周,可使高脂模型大鼠血清TC、TG下降

(P <0.05),血浆及肝脏的丙二醛下降(P <0.05)[9]
。半夏水煎

液给大鼠灌胃,正常大鼠TC略降低,对给予高脂饲料大鼠能预

防和延缓TC增高,并能降低高脂大鼠血清TC,而对TG不明显
[10]

。对高胆固醇血症SHRSP(自发性高血压脑卒中大鼠)给予

杜仲粉末,其血清TC的升高受到明显抑制
[11]

。沙棘油能降低

老年高脂血症大鼠血清TC、TG、LDL-C,以降低TC更为突出,

同时具有升高HDL-C的趋势
[12]

。国产马面鲀鱼油的n-3 多烯脂

肪酸能降低正常膳食大、小鼠血清TC,不影响HDL-C,相对升高

HDL-C/TC；降低高脂膳食小鼠血清TC,升高HDL-C及HDL-C/TC

比值
[13]

。枸杞原汁、枸杞多糖及多糖组分纯化物LBP-X在开

放型单向质反应序贯试验中均有显著降低高脂血症家兔血清

TC、TG和升高HDL的作用
[14]

。马齿苋能降低全血低切表观粘

度及血浆中切表观粘度,并能明显降低血清TC、TG及LDL-C,

升高HDL-C
[15]

。荷叶生物碱制剂喂饲高脂血症小鼠,其血清TC

明显降低
[16]

。富含川芎嗪脂质体对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家兔

具有降血脂和抗氧化的作用
[17]

。大鼠腹腔内给予较少量赤松

叶提取物后,可降低正常大鼠中性脂肪值对氧化脂质、TC等
[18]

。鬼箭羽的乙醇提取残渣水煎部分具有降低实验性糖尿病

小鼠血脂的作用
[19]

。日本产蝮蛇干燥粗末的 50%乙醇提取物,

可以抑制胆固醇饲料诱发的高脂血症家兔血清中脂肪与TC的

上升
[20]

。西红花甙不仅明显降低TC、TG,而且能升高HDL2-C、

APO-A,同时能下调APO-B
[21]

1.2  统计分析 

。 

    统计结果显示,具有降脂作用的单味中药有：人参、绞股

蓝、何首乌、枸杞子、灵芝、刺五加叶、女贞子、冬虫夏草、

怀牛膝、桑寄生、杜仲、月见草、当归、川芎、片姜黄、蒲

黄、红花、丹参、茯苓、三七、没药、血竭、山楂、荷叶、

银杏叶、泽泻、柴胡、沙棘、虎杖、大黄、陈皮、半夏、漏

芦、黄连、黄芩、葛根、决明子、菊花、水蛭、薤白、甘草、

熊胆、鬼箭羽、赤松叶、火麻仁、柿叶、花粉、蜂蜡、马齿

苋、大豆、大蒜、茶叶、海带、米糠、鱼油、蜂王精、香菇、

紫菜、燕麦等 60 余种。具有降脂作用的有效成分有：人参皂

甙、绞股蓝总皂甙、灵芝多糖、枸杞多糖、刺五加叶皂甙、

山楂黄酮、泽泻萜醇、大黄蒽醌、葛根素、红花黄色素、红

花甙、丹参素、丹参酮、川芎嗪、姜黄素、银杏内酯、柴胡

皂甙、甘草甜素、荷叶生物碱、决明子大黄酚、黄芩甙、橙

皮甙、大蒜素、大豆皂甙、大豆磷脂、茶多酚、茶叶多糖等

30 余种。另外,其降脂作用以降低血清胆固醇者居多；其功

效多属补肝肾、健脾益气、活血化瘀及消食、除痰、利水等。 

2  复方制剂研究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w.sc
ien

ce
-tr

uth
.co

m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26·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1 年 1月第 8卷第 1期 

2.1  资料综述 

    用苍术、荷叶、决明子、莱菔子、枳实、鸡内金、生大

黄等按一定量组成的汤剂,能明显抑制高脂饲料引起的实验

大鼠体重的升高,明显抑制因高脂饲料引起的实验大鼠TG和

LDL-C升高,明显抑制因高脂饲料引起的实验大鼠HDL-C降低
[22]

。益心通汤(黄芪、当归、川芎、赤芍、白术、云茯苓、

泽泻、丹参)治疗高脂血症 56 例,其TC由治疗前的(264.8±

45.2)mg/dl降至治疗后的(167.2±35.1)mg/dl,TG由治疗前

的(156.7±38.6)mg/dl降至(105.6±32.5)mg/dl,总有效率

为 87.5%
[23]

。降脂宁汤(赤芍、泽泻、决明子、山楂、黄芪)

可使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肝细胞体积变小,中性脂肪减少,而

脂肪酸略有增多。其降脂作用可能是通过改善小叶中央区的

代谢,促进肝脂肪酶的活性,促使中性脂肪分解而实现的
[24]

。

清心降火丸对 1%胆固醇饮食诱发的小鼠高脂血症模型具有

降低TC、TG及磷脂水平的作用；对四丁酚醛诱发的大鼠高脂

血症模型,可轻度降低血清TC水平,但不显著；对由 75%果糖

引起的大鼠高脂血症,可显著降低血压和血清TC、TG水平,该

作用与其浓度有关
[25]

。调脂口服液(柴胡、白术、当归、茯

苓、白芍、荷叶等)治疗高脂血症 39 例,结果显示,TG由治疗

前的(2..41±0.21)mmol/L降至(1.40±0.14)mmol/L,TC由治

疗前的(6.18±0.12)mmol/L降至(5.40±0.17)mmol/L,HDL由

治疗前的(1.23±0.09)mmol/L升至(1.28±0.13)mmol/L
[26]

。

用女贞子、枸杞子制成冲剂治疗高脂血症 406 例,与对照组

109 例(安妥明)作比较,结果治疗组降TG、β-脂蛋白(β-LP)

与安妥明相似,降TC优于安妥明
[27]

。菊荷冲剂(菊花、荷叶、

山楂)明显降低大鼠血清TC、TG、LDL,明显对抗血清中HDL。

其明显的降血脂作用与维生素E、烟酸脂胶囊的作用相近
[28]

。

心元胶囊(何首乌、灵芝等)可明显降低高脂血症大白兔血脂

和载脂蛋白
[29]

。降脂胶囊(桑寄生、淫羊藿、泽泻、玉竹、

茺蔚子、山楂、水蛭等)具有降低血脂、改善血液流变性、抗

凝及抗血栓形成作用
[30]

。通心络胶囊(人参、水蛭、全蝎、

冰片等)治疗伴高脂血症冠心病、心绞痛 45 例观察,其血清TC

由 治 疗 前 的 (6.33 ± 0.98)mmol/L 降 至 (5.27 ±

0.88)mmol/L,LDL 由 (3.83 ± 1.18)mmol/L 降 至 (3.29 ±

0.92)mmol/L,HDL-C 由 (1.42 ± 0.54)mmol/L 升 至 (1.66 ±

0.58)mmol/L
[31]

。通脉降脂胶囊治疗高脂血症 180 例,平均服

药 60d,痊愈 83 例,占 48.83%；有效 72 例,占 42.35%,总有效

率为 91.18%
[32]

    统计显示,具有降脂作用的古名方有：大柴胡汤、小柴胡

汤、八味地黄丸、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气汤、大黄虫丸、

血府逐瘀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茵陈蒿汤、三黄泻心汤、

钩藤汤、失笑散、防风通圣散、二至丸、升降散、补阳还五

汤等 10 多首。而目前研究和应用较多的是据高脂血症的不同

证型所设立的复方制剂。现代医家对于高脂血症的认识,普遍

认为属本虚标实、血瘀、痰浊范畴；其病因病机与肝、脾、

肾功能失调及过食肥甘有关。故临床辨证多归于肝肾亏虚、

脾虚痰浊、气滞血瘀等。治疗时常采用补益肝肾、健脾益气、

滋阴养血、活血化瘀、清利湿热、利水消痰、疏肝利胆、消

食导滞、清热通便等方法。以上各法有单独使用,也有两种或

两种以上混合使用。在对 120 首降脂方中所用药物的统计结

果显示,120 首方剂中共使用药物 208 种,其中使用次数超过

10 次,排在前 15 位的有 23 种,依次为：山楂 45 次,泽泻 38

次,丹参 34 次,大黄 32 次,决明子 29 次,何首乌 25 次,甘草

23 次,茯苓 20 次,柴胡、芍药各 19 次,川芎、白术各 17 次,

黄芪 16 次,菊花、茵陈各 13 次,当归、葛根各 12 次,荷叶、

桑寄生、桃仁各 11 次,生地黄、党参、姜黄各 10 次。 

3  前景展望 

    高脂血症是中老年常见疾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该症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发病年龄有所提前。因此,

研究防治高脂血症的药物是社会赋予医药工作者的历史使

命。纵观近年的研究现状,中药在治疗高脂血症、防止心脑血

管疾病发生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其疗效肯定、持续、副

作用小,是西药所不能相比的。特别是在辨证分型方面,体现

了中医灵活组方、因人制宜的治疗特色。另外,在降脂中药中,

有一部分既是药品又是食品,如山楂、枸杞子、荷叶、菊花、

大蒜、海带、鱼油、马齿苋等,这为开发降脂功能食品创造了

良好条件。但目前中医药在防治高脂血症方面尚无重大突破,

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临床实验缺少现代科学的理论依据和

统一规范的疗效评价标准等。鉴于此种情况,在今后的研究工

作中,应扬长避短,开发出寓保健、治疗为一体的调脂药物,

使中医药更好地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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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指南· 

中药品种保护工作回顾与总结 
董润生  韩白石 

(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 100061) 

    1992年 10月 14日,国务院发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

1993年 10月首届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在京成立,我

国的中药品种保护工作全面展开。 

    《条例》颁布实施 8 年来,在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领导下,在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中药生产企业等有

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针对中药制药工业实际情况,尤

其是中药品种的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

践,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保护制度。实践

证明,中药品种保护工作作为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有效发挥了国家对中药品种实行宏观管理和调控

的优势,极大地调动了中药制药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

在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提高中药品种质量,促进民族制药工业

的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得到了广大中药制药企业的积

极响应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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